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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的良劣而面臨的經營效率與投資風險或機會

一、前言

進行評估與分析。其成立的主旨即在鑑別一國

自從美國國防部開放網際網路上的商業

能支援企業進行資通訊技術研發活動的投資或

應用之後，資通訊技術開始成為大家注目的焦

是到該國創設公司其資通訊基礎建設對企業在

點，許多企業的產品與商業模式也都看準了這

市場發展上的支持程度。

塊風水寶地而集中火力開始進行各式各樣的研

這個評估分析的活動是由 EIU 與 IBM 商

發與商業活動。而且，在強調及時互動與分享

業 價 值 學 院 (Institute of Business Value, IBV)

資訊的優勢下，時間與空間的限制開始模糊，

進 行 的 合 作 案， 主 要 是 根 據 國 際 電 信 聯 盟

企業追求無縫式管理的期待出現曙光。因此，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ITU) 與

從 1993 年開始，許多先進國家為了能協助支

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的相關資料，就技術、經

援其國內企業繼續成長，相繼提出國家資訊基

濟、政策與社會等四大構面延伸出六個更具體

礎建設的推動方案，以提高產業整體競爭力。

的面向進行評估，每一個面向都有其不同的權

由此可見，良好完整的電子化整備度將會影響

重值，分別是：(1) 網路連接度與相關的基礎

一個國家未來在面對全球化競爭時的實力與能

建設，25%；(2) 企業環境，20%；(3) 電子商

耐。有鑑於此，英國經濟學人智庫 (Economist

務的接受程度，20%；(4) 相關的法規與政策

Intelligence Unit, EIU) 於 2000 年開始便針對全

因 素，15%；(5) 社 會 與 文 化 特 質，15%；(6)

球各國在技術、經濟、政策與社會面等因素對

支援企業實行電子化活動的資源，5%。在這

該國建制資通訊基礎時可能造成的限制與優勢

六個面向下又再進一步細分出近乎百項的量化

進行評估，並針對評估的結果提出概觀的電子

與質化指標，以提高 ERR 評估結果的客觀性

化整備度現況分析報告，以供決策者在投資前

及有效性。該項調查從 2000 年開始就正式啟

就能夠概略地瞭解到各國資通訊基礎建設對未

動，時至今日也推動了 6 年。因此，憑藉其所

來企業開始經營後可能產生的限制或機會。

累積的相關資訊與分析經驗，ERR 對各國在
推動資通訊基礎建設上的建議與看法具有十分

二、電子化整備度的意涵

權威的建設性與引導性。

EIU 電 子 化 整 備 度 指 標 (e-readiness

基本上，上述六個用來評估一個國家整

rankings, ERR) 主要是針對企業到不同國家進

體資訊國力的構面都有其不同的分析重點。其

行投資並開始營運後，可能會因當地資通訊基

中，(1) 網路連接度與相關的基礎建設：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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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該國民眾與企業對於傳統有線與行動電話

三、2006 年亞太地區在電子化整備度
的情況

服務 ( 兩者都包含了語音、寬頻與窄頻的資料
傳輸 ) 的使用情況，及個人電腦與網路應用之
普及度外，還會進一步衡量網路相關的資訊服

EIU 公布 2006 年亞太地區在電子化整備度

務，在該國市場中的價格是否為使用者負擔得

指標上評比的結果，如表 1 所示，澳洲取代香

起與該服務是否易於取得的問題進行分析；(2)

港成為亞太地區電子化整備度最高的國家，其

企業環境：衡量的是企業所處的一般環境，透

他國家則依次是新加坡、紐西蘭與南韓。台灣

過將近七十個指標的審查，例如：經濟實力、

則排名第 7，排名全球第 23。若是從電子化整

政治穩定度、法律環境、稅賦與對於貿易與投

備程度來看則從去年的 7.13 分進步到 7.51 分。

資的開放程度等，來估算該國未來五年在一

比較 2005-2006 年全球各國在電子化整備

般環境因素上的吸引力；(3) 電子商務的接受

程度的情形，除了日本、南韓、澳洲與紐西蘭

度：衡量各國企業電子化應用普及程度，例如

等國家仍然維持相同水準或出現微幅的進步之

網路應用於傳統企業流程之程度、以及各企業

外，其他各國幾乎都處於停滯不前或甚至是退

如何發展其付款與後勤支援系統、線上金融之

步的情形。深究其中原因，主要是因為亞太地

使用現況、以及其在導入資訊化技術上的投資

區在寬頻網路應用上的發展己經開始慢慢落後

比例；(4) 相關的法規與政策因素：衡量一個

於歐洲或北美地區的國家，如 WiMAX 在亞

國家對於網路應用與電子化企業發展相關的一

太地區各國中導入的速度日見趨緩，預估這將

般法律架構或特定的法規，例如新事業登記的

拖延到 WiFi 應用的拓展。不過，In-State 的研

容易程度、私有財產的保護（含智財權）
，及

究則樂觀的指出 (EZL report 2006)，亞太地區

政府在政策與資源分配的投入程度等；(5) 社

從 2005 年到 2009 年間使用 WiMAX 的人數應

會與文化環境：則是指當地人口使用網路上網

該會出現倍數成長的態勢，這無疑就像給在亞

瀏覽資訊的能力，基本上，教育與讀寫能力是
先決的條件，其影響著當地網際網路的發展。

太地區投資與發展 WiMAX 相關應用與資訊服

此外，因為創業家精神與風險接受度在新電子

務的業者服了一顆定心丸。另外，EIU 也指出

商務模式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所以也衡量對

IPTV 在亞太地區的市場中亦不得寵，不過，

於企業改革與資訊內容電子化、網路化接受度

南韓政府已經準備將 IPTV 升級到 2015 國家

的傾向。另外，企業或產業無法在缺乏中介商

重點發展技術中的一環，但這對亞太地區各國

與支援廠商的支援下而經營得更有效率。就電

在發展與推動 IPTV 技術或應用上所能產生的

子化企業的市場而言，相關的支援服務廠商包

影響力，仍有待未來一年的持續觀察與分析。

括入口網站、線上中介商、主機代管廠商、應

至於處在亞太地區後段班的其他各國，如泰

用服務提供廠商、以及網站建置商與企業電子

國、菲律賓、斯里蘭卡或巴基斯坦等國家，從

化顧問服務者；(6) 支援企業實行電子活動的

電子化整備的程度來看，可以知道仍在電子化

資源：此項構面就是在衡量當地企業在這些服

環境推動的初期。因此，未來成長可期或甚至

務上的存取度。

成為全球進步幅度最大的機會國，以巴基斯坦
現況為例，每個月就有超過百萬的人次在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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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網路的使用帳號；印度更是巴國的兩倍。

入市場成熟期。另外，家戶連網普及率則達

除了上述的問題之外，亞洲國家在相關法規與

71.7%，推估我國有近 525 萬戶家庭連網，年

政策因素構面的評比上，相較於其他地區來說

成長率達 7.7%。連網方式則以 ADSL 為主，

也處於弱勢。

其中使用寬頻上網的家庭數推估將近 456 萬
戶 (62.4%)。也因此，我國在 ITU 2005 年公布

四、台灣在電子化整備度上的評比結果

的數位機會評比的連網機會構面中幾乎得到滿

整體來說，台灣在寬頻網路基礎建設的

分，反映出我國近年推動的一連串寬頻網路費

成效較為成功，如圖 1 所示。從資策會公布

用降低方案與行動業者在偏遠地區設置基地

我國家庭寬頻、行動與無線應用現況與需求

台達到收訊無死角等措施的傑出成果。不過，

調查（孫鴻業，2006）的結果可以知道，以地

隱憂的是，從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TWNIC) 公

區別來看，南部地區及東部地區的家用電腦

布台灣寬頻網路使用的調查報告結果來看，

普及率與 2005 年相同；中部地區 (10.8%) 成

從 2006 年 12 月 4 日至 2007 年 1 月 15 日止，

長幅度最大；台北市、高雄市及金馬地區僅

台灣地區上網人口成長約 1,523 萬人，整體人

有微幅成長，如圖 2 所示。顯見，台灣大部

口上網率達 66.91% ( 曠文溱，2007)。其中，

份地區的家用電腦普及率已漸趨緩，似乎進

約有 21.78% 使用無線上網。但是，台灣無線
上網人口的再成長幅度

表1

2006 年亞太地區各國在電子化整備度的評估結果

2006年排名

2005年排名

1

2

2

已見遲緩，其最大的問

全球排名

電子化整備程度*

題仍然出現在無線上網

澳洲

8

8.50

的價格，因為願意付費

1

香港

10

8.36

使用無線網路的使用者

3

3

新加坡

13

8.24

4

4

紐西蘭

14**

8.19

5

5

南韓

18

7.90

6

6

日本

21

7.77

7

7

台灣

23

7.51

應用導入的現況來看，

8

8

馬來西亞

37

5.60

從 資 策 會 FIND 針 對 我

9

9

泰國

47

4.63

國產業資訊應用研究的

10

10

印度

53

4.25

11

11

56

4.04

調查報告中指出，整體

菲律賓

12

12

中國

57

4.02

13

13

斯里蘭卡

59

3.75

14

14

印尼

62

3.39

比率都超過八成（鄭仁

15

15

越南

66

3.12

富、 李 雅 萍，2006）
。

16

16

巴基斯坦

67

3.03

顯見，國內企業建置及

國家

* 電子化整備程度最低分 0.00、最高分 10.00。
** 指同時有兩個國家以上具有相同的排名。
資料來源：英國經濟學人智庫，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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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度與基礎建設

企業環境

電子商務的接受度

法律與規範

社會與文化環境

支援廠商的支持度

圖1

台灣 2004、2005 與 2006 年 EIU e-readiness rankings 各項評比結果

資料來源：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2004/2005/2006；本文整理。

圖2
資料來源：資策會 FIND

經濟部工業局「電信平台應用發展推動計畫」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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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另外，以內部資訊應用導入的情形來看，

值相差很多，這可能是因為國內 ISP 市場仍屬

有近八成企業以 e-mail 作為對內或外部溝通的

於一家獨大的競爭態勢。所以，建議政府應協

主要工具；近六成的企業使用區域網路連結內

助健全市場競爭機制，才能營造更為公平的市

部電腦；許多資訊系統如人力資源管理、企業

場環境，刺激 ISP 業者不論在價值或服務上都

資源規劃與產品資料管理等應用，則呈現微幅

能不斷提昇與改善。

成長或持平的情況。由此可見，台灣企業對應

另外，有鑑於先進國家紛紛投入企業 ICT

用型資訊系統導入意願並不熱絡。除了上述問

認同與應用的研究並制定相關的資訊化政策趨

題之外，EIU 全球技術研究總監 McCauley 表

勢下，政府相關機構應針對國內產業不同行業

示台灣應更積極塑造整體社會與文化環境對

別的資訊需求進行分析與瞭解，進一步歸納

ICT 的認同與創新活動，並想出一套策略能有

整理出各種適合的 ICT 導入模型，才能幫助

效發展與刺激台灣當地能有效支援企業實施電

台灣企業成功找出服務科技化模式，強化 ICT

子化活動的資訊服務產業。

應用協助企業經營效益的優勢。我們建議，這
可以進一步師法其他國家研擬的相關政策，如

五、我國未來可發展方向

鄰近韓國即積極投入資訊科技、生物科技、環

綜合所述，我們認為國內寬頻網路費率雖

境能源與奈米科技四大新興領域，如圖 3 所

然逐年有些微調降，但仍與大眾期望的合理價

示，研擬大型產學、科研計劃與技術教育系統

圖3

韓國創新性產業政策概念圖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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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合作發展模式，並搭配國際合作方案發展區

「創新資訊應用研究計畫」
。 上網日期：

域創新系統形塑策略型的獨特性產業聚落（李

2007 年 2 月 9 日。 取 自：http://www.find.

國鼎，2006）
。

org.tw/find/home.aspx?page=many&id=153

因此，我們建議政府應將資通訊技術納

曠文溱 (2007 年 2 月 9 日 )。報告：無線上網人口比

入未來台灣科技發展政策下的關鍵議題之一。

重突破兩成。上網日期：2007 年 2 月 11 日。
取自：http://taiwan.cnet.com/news/comms/0,200006

整合產官學研等機制，針對不同產業別、地區

2978,20115016,00.htm

別或考量企業規模別與應用別的方式，研擬各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Limited and IBM

種可能的資通訊技術導入模型，形成示範性商

Corporation. (2004). The 2004 e-readiness

業模式，強化企業對導入相關資訊應用服務

rankings–A white paper from the Economist

的信心與勇氣；另一方面，同步強化國內無

Intelligence Unit. Retrieved Feb. 1, 2007, from

網寬頻網絡建設，如 WiMAX、DMB (Digital

http://www.eiu.com

Multimedia Broadband)、WiFi、WiBro (Wireless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Limited and IBM

Broadband Internet)、IPTV 或 W-CDMA 等 新
興技術，並進一步尋找可能的 e-Business

Corporation. (2005). The 2005 e-readiness

資

rankings–A white paper from the Economist

訊服務架構，以支援未來「二兆雙星」或「五

Intelligence Unit. Retrieved Feb. 1, 2007, from

大兆元產業」等國家重點發展政策在資通訊相

http://www.eiu.com

關基礎建設上的需求。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Limited and IBM
Corporation. (2006). The 2006 e-read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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